
今年上半年中国为全球主要上市地

注册制IPO数量超核准制
■本报记者 张杨

随着疫情缓和， 今年上半年全球各大市场 IPO

均较为活跃。安永发布的《中国内地和香港 IPO 市
场》报告显示，上半年共有 1020家企业在全球上市，

筹集资金 2106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IPO数量
和筹资额分别上升 138%和 199%。中国仍是全球主
要的上市地，IPO活动与去年同期相比保持增长，占
全球 IPO数量和筹资额的 29%和 29%。 安永预计，

上海证券交易所 IPO数量将位列全球第二。

聚焦 A股，今年上半年 A股市场预计共有 247

家公司首发上市， 筹资 2118亿元，IPO数量和筹资
额同比分别增长 109%和 52%。与去年同期相比，中
小 IPO占比明显升高， 平均筹资额下降至 8.58亿
元，为近 4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注册制深入实践，A 股市场在上半年迎来全新发
展， 安永统计发现，A股注册制 IPO数量和筹资额
均超过核准制， 创业板和科创板 IPO 数量分列第
一、第二位。不过，上海主板筹资额最高，占全部
IPO 的 35%。从行业来看，工业行业的 IPO 数量和
筹资额均列第一，科技、传媒和通信行业 IPO 数量
和筹资额列第二。金融企业 IPO数量和筹资额持续
低位，上半年只有 4家金融企业在 A股上市。从地
域分布来看，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分列
IPO宗数前五名，占 69%。

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田雪彦表示：“当前 A股
市场正在多措并举，以明确各板块定位，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总体来看，不同的企业都有适合自己的
市场，错位发展，适度竞争，有助于开启多层次资本
市场建设的新征程。”

报告认为，今年下半年，中国内地 IPO 活动将
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国际上来看，疫苗接种加速
推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好于预期。国内来看，经济
增长已基本恢复至常态，“十四五”规划开局，政策
利好助力相关行业的 IPO活动，以注册制为龙头的
改革将进一步落实细化，上市公司质量提高将改善
A股生态。 下半年 IPO排队企业数量将维持高位，

截至 6月 21日，共有 633家排队企业，其中近八成
为科创板及创业板排队企业。

15号线桂林路站27日开通
17号线末班车常态化延时30分钟

本报讯 （记者 束涵）记者昨天从申通地铁获
悉，上海轨道交通 15号线桂林路站将于 6月 27日
首班车起开通初期运营。届时，772公里的上海轨交
运营网络中（含磁浮），车站数将增至 460 座，换乘
站增至 65座。同时，本周日起，为进一步满足沿线
居民夜间出行的需要，17号线常态化末班车延时运
营 30分钟。

据悉，15号线桂林路站为地下三层岛式车站，

位于桂林路和宜山路交叉口以北，沿桂林路地下呈
南北向布置，向南接桂林公园站，向北接吴中路站。

在今年年初 15号线开通初期运营时， 该站因施工
建设难度和新冠肺炎疫情综合影响延长工期，暂未
投运。进入开通初期，桂林路站将启用 6 号和 8 号
两个出入口，往顾村公园站首班车时间 6时 01分，

末班车时间 23时 01分，往紫竹高新区站首班车时
间 6时 06分，末班车时间 23时 05分。乘客可通过
280多米的换乘通道与 9号线进行换乘。 至此，15

号线与全网的换乘节点增至 7个。

新投运的 15号线桂林路站将进一步疏解 9号
线客流，特别是方便松江、闵行地区的乘客前往长
宁、徐汇、普陀、嘉定和宝山部分区域。反之也将引
导南北向的 15号线客流去往浦东、黄浦、徐汇、闵
行、松江等区域，网络换乘的便捷性和灵活度进一
步提升。

另外，上海地铁根据 17号线夜间客流特征，在
综合考虑现场乘客出行需求和设备检修需求的基
础上，计划于 6月 27日起，17号线末班车常态化延
时运营 30分钟。其中，东方绿舟往虹桥火车站方向
的末班车发车时间由 22 时调整为 22 时 30 分，虹
桥火车站往东方绿舟方向的末班车发车时间由 22

时 30分调整为 23时，提请市民乘客注意并合理规
划安排出行时间。

园外五彩藜麦田吸引游客打卡，园内“花与科技”小屋展示藜麦

花博园内外为何都种上了藜麦

■本报记者 任翀

这些天，花博会迎来一批批“不走寻常
路” 的游客———他们来到花博园北门后，不
是往园里走，而是在园外走。原来，这条“非
典型游园路线”里有个特别的景点：花博园
外的五彩藜麦田。如果不是提前告知要去看
藜麦，很多游客误以为走进一片颜色鲜艳的
“花海”：一簇簇“花”或深粉红或金黄色，每
一簇上都有好多开满“小花”的“花序”，凑近
了才发现，这些不是花，而是一颗颗有点硬
的种子。它们，就是藜麦。

不仅在花博园外，花博园内的“花与科
技”小屋里也种着少量藜麦。本届花博会在
园区内、花博酒店周边、新北沿公路沿线共
种植了近 400 亩多彩藜麦。与此同时，距离
五彩藜麦田不远的光明花博小镇里，稻香书
屋正进行一场藜麦主题展。

为什么要在花博园内外种植藜麦，并进
行藜麦文化展示？ 种植方光明米业揭晓谜
底：这是上海正在大力发展的健康农作物之
一，因为藜麦是唯一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认

证、仅依靠单株营养就能满足人体主要营养需
求的经济作物。

藜麦不是我国原产农作物，在国民饮食结
构中占比不高， 在上海的种植面积也很小。为
推广普及这种健康粮食， 光明米业从 2019年
起引进试种藜麦，并在去年与中科院分子植物
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合作，开展藜麦育种、生产
和产业化开发，旨在推动藜麦主粮化，改善国
民饮食结构。 这次在花博园内外种植藜麦，就
是为了让游客能近距离了解藜麦、 选择藜麦。

同时， 前期种植成熟的藜麦米已上市销售，成

为本届花博会的伴手礼之一。

对于藜麦的营养价值，相关专家进行了
科普： 藜麦是一种全谷全营养完全蛋白碱性
食物，其蛋白质含量与牛肉相当，并含有多种
人体正常代谢所需维生素， 人体所必需的 9

种氨基酸和矿物质在藜麦里都能找到。 藜麦
的膳食纤维素含量高达 7.1%， 是精白米的
10倍；不含胆固醇与麸质，糖含量、脂肪含量
与热量都较低。这意味着食用藜麦后，人们能
有饱腹感却不易长胖。对糖尿病人而言，将藜
麦与米饭一同食用，可降低饭后的升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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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警种协作探索新战法打击互联网毒品犯罪，去年破获毒品案件921起

提升对互联网毒品犯罪打击效能
■本报记者 邬林桦 刘雪妍

记者从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处获悉，近
年来，上海警方持续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和
管控力度，禁毒工作成效显著。与此同时，一些
毒品犯罪人员开始升级犯罪手法，通过国际快
件走私运毒、构建“暗网”从事毒品交易等情况
屡有发生。对此，上海警方探索多警种协作，利
用技术手段追溯毒源，有力提升对互联网毒品
犯罪的打击效能。据统计，去年本市公安机关
共破获毒品案件 921起； 缴获各类毒品 72.08

千克，同比上升 29.94%。

斩断跨国毒品走私通道
今年 1月下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处

接公安部通报线索，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转
的国际快件中可能涉嫌毒品交易。在海关缉私
部门、浦东公安分局等单位协助下，缉毒处民
警共查获 5 个涉毒国际邮包， 缴获毒品海洛
因、甲基苯丙胺、可卡因等共计 4.7公斤。

随着国内缉毒力度不断加大，毒品交易变
得越来越隐蔽， 涉毒犯罪人员也越来越狡猾。

为防止这批毒品被查出，嫌疑人进行了精心设
计，用保鲜膜将毒品紧紧包裹后，藏在挖空内
页的笔记本中，然后将笔记本重新塑封，藏匿
在大宗货品中。躲藏在这些邮包背后的毒贩是
谁？市公安局缉毒处副处长马亮带着侦查员开
始寻找更深层的答案。对这些邮包的收货地址
和收货人信息进行分析后，江苏某地的几名中
年女子进入警方视野。

这几名女子的文化程度均不高，但都通过
社交软件和互相介绍的方式，结识了几名外籍
男子。“她们与外籍男子通过软件自带的翻译
功能进行交流，确立恋爱关系。”市公安局缉毒

处侦查二科探长汤智博告诉记者，她们与外籍
男子建立信任后， 对方会以支付报酬的方式，

安排她们代收、转寄藏毒邮包，由此掉入不法
分子精心设计的运毒陷阱。根据涉案人员提供
的信息，警方顺藤摸瓜，发现并斩断一条利用
国际快件夹藏毒品的方式经上海中转流向北
京、广东等地区的毒品走私通道，先后抓获涉
案人员 20余名。

马亮指出，近年来利用国际邮包藏毒走私
呈现上升势头。走私入境的多为大麻、海洛因
等传统毒品，走私出境的多为合成毒品如冰毒
和精神类药物。为躲避侦查，贩毒分子通常会
采取“人、货分离”的手法，以异地投递、他人代
收代寄等手段，降低自身被查风险。“外籍毒贩
常以谈恋爱或高额报酬为诱饵，引诱国内居民
尤其是女性充当收寄藏毒邮包的工具。” 马亮
说，为防掉入运毒陷阱，不要轻易替他人代收
代寄邮包。

“暗网”成毒品犯罪温室
相较过去面对面的毒品交易手段，如今通

过网络交流毒品信息、洽谈毒资，尤其在“暗
网”进行毒品交易，已成为涉毒犯罪新趋势。

所谓“暗网”，简单说就是隐藏的网络，普
通网民无法通过常规手段搜索访问，需要使用
一些特定软件、配置或授权等才能登录。“这些
网站不对普通人公开，不能通过普通的链接访
问，而且 IP 地址也是游移不定的。”市公安局
缉毒处情报科科长董建平说，由于“暗网”具有
匿名性等特点，容易滋生以网络为勾连工具的
各类违法犯罪。

因此，电脑屏幕的方寸之间就成了缉毒民
警的“新战场”。虽没有直接面对毒贩，没有追车
拦截的惊险刺激， 但精准的信息研判同样令毒

贩闻风丧胆。去年 7月，缉毒处会同市局有关部
门、杨浦公安分局等单位，从一件藏毒快递入手
循线追踪，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等侦查手段，

揪出一个专供吸毒群体购买毒品的“暗网”。“这
些吸毒人员利用‘阅后即焚’的境外聊天软件，

获取‘暗网’入口，在上面进行毒品交易。”董建
平介绍，这个“暗网”不仅隐秘，还精心设计毒资
流转规则，通过设置多个中间环节，一方面掩盖
交易真相， 另一方面也增加警方追溯毒资的难
度。在“暗网”完成交易后，卖家再通过虚构发收
件人的姓名、地址等手段，通过快递、闪送等方
式，将暗藏毒品的快件发给买家。

再狡猾的狐狸也难逃猎人的奋力追击。经
过深挖追踪，警方斩断一条通过物流寄递向境
内输送毒品的通道，先后抓获十余名犯罪嫌疑
人，缴获 LSD、大麻等毒品 50 余克，查获吸毒
人员 20余人次。“从趋势来看，‘暗网’ 在毒品
犯罪的各个环节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成
为毒品犯罪发展壮大的温室。”马亮说，上海公
安缉毒部门正依托日益发达的网络侦查技术，

创新多警种协作模式，研究探索针对网络涉毒
违法犯罪行为的技战术打法，不断提升对网络
毒品犯罪的打击效能。

加大新型毒品管控力度
据了解，近年来一些伪装性较强的新型毒

品不断出现。在执法、科研等多方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政府对包括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内
的新型毒品管控已取得显著成效。

7月 1日起， 我国将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
麻素类物质和氟胺酮等 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

成为首个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的国家。7

月 1日后， 列入我国管制目录的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将达到 449种，是全球管制数量最多的。

“如果把毒品比作一把钥匙，以前需要整
把钥匙的形状与目录中一致， 才会被管制。随
着禁毒力度持续加强，一些犯罪分子正试图通
过改变个别类型钥匙的手柄形状，达到他们妄
图逃避打击查处的目的。整类列管的科学之处
在于，把钥匙的牙花和齿纹管起来，管住毒品
危害的核心。”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毒物
化学研究室的陈航博士说。

新一代毒品因为隐蔽性和伪装性极强，网
络又提供了全新的散播和购销渠道， 这类毒品
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普通人身边。如，有人
将合成大麻素伪装在糖霜和饼干中， 普通人服
食后会产生严重的循环系统症状与精神症状。

在毒品不断迭代的同时， 从事毒品鉴定行
业的科研人员也在和制毒者争分夺秒地赛跑。

陈航介绍， 传统的毒品检测方法对被检测目标
物有一定的依赖性， 可能会被像更换钥匙手柄
这种化学结构修饰的小把戏骗过。 但在全新的
技术“雷达”下，它们无处可藏。通过高分辨质
谱、大气压电离、离子淌度、磁性萃取、碳纳米管
等高新科技， 这些经过伪装变换的毒品就算藏
匿于复杂基质的遮掩下依旧可以被揭露出来。

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十几年，陈航亲身感受
到了毒品迭代速度的加快。近年来，新型毒品
更是披上了层层伪装———有的打着“进口”“定
制”“秘方”“偏方”的名号，伪装成能提高生活
水平的药品或保健品；有的藏于饮料、糕点，甚
至化妆品和生活用品中，变化多端、无孔不入。

陈航所在的法医毒物化学研究室十多年前就
预判了新型毒品的发展趋势，并针对性地开展
了诸多基础研究，积累了技术储备，形成了一
批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目前，我国对伪装性
的毒品已有了许多技术识别和破解方法，并仍
在一步步开展前瞻性的科学研究。

中央储备粮库开放
智能化绿色储粮技术获赞

本报讯（记者 吴卫群 见习记者 俱鹤飞）

中储粮上海分公司昨天在上海闵行的上海直
属库启动以“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为主题的
第四届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摆满了各式
各样仓库模型和粮食加工机器，嗡鸣作响的精
米机前围满观众。不一会儿，脱了壳的稻米新
鲜出炉，现场香气四溢。不少观众第一次走进
“大国粮仓”，近距离了解了智能化绿色储粮技
术，纷纷点赞。

在堆满玉米的 25号粮仓， 记者跟随仓库
保管员从仓库顶端的小门进入。粮仓里储存的
玉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摸上去冰凉。仓库保
管员赵伟介绍，该仓库共储存玉米 4696吨，高
4.8米，它综合运用电子测温、机械通风、空调
冷却等保粮措施，仓库内部上层空间安装了空
调，粮仓内温度维持在 25℃以下。仓库还采用
氮气储粮，每年都会向粮仓内打入 98%浓度以
上的氮气并封闭 28天以上，所有微生物、虫害
和粮食本身会在缺氧状态下抑制生命迹象，从
而达到保质保鲜的效果。

目前，中储粮上海直属库已实现智能化库
存管理全覆盖，综合运用物联网、视频监控大
数据分析等“黑科技”，实现对粮食情况的远程
监控、智能出入库监管、库存数量检测等多个
信息化平台的系统集成。 借助智能化粮库系
统， 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就可对仓库粮食情况
“了如指掌”。

据介绍， 中储粮上海直属库创建于 1965

年，主要负责中央储备粮和其他政策性粮食的
出入库、中转、仓储和监管。目前仓库占地 500

多亩，储备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品种粮食，

是上海唯一一个中央储备粮库。

花博园区北门外五彩藜麦田吸引游客打卡。深粉红的藜麦（左图）媲美鲜花。 张海峰 摄

百年征程路 初心映江山（上接第 3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
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切的奋斗与牺牲，

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
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
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2019年 3月，在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
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穿越历史的烽烟，

这样的自省与追问镌刻在鲜红的旗帜上，涌动在
共产党人的血脉中。

从苏区干部“夜打灯笼访贫农”，到长征红军
“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从张
思德“为人民利益而牺牲”，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
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再到廖俊波“帮老百姓
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空洞的
口号，而是共产党人执着的使命、深沉的担当。

翻开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斗争史，共
产党人生死以赴，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告别百
年的屈辱辛酸；回顾建设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
的奋斗史，共产党人披荆斩棘，带领中国人民开
辟独立于世的道路，创造举世瞩目的奇迹。

继往开来、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
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新冠肺炎疫
情突如其来，中国顶住了！经济全球化逆流来袭，

中国稳住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亿万人民经受大战大考，直面惊心动魄的风
云突变，书写了一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优
异答卷。

2020年 5月，全国两会顺利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道出了“人民至
上”的真谛：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
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

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

初心如磐，风雨兼程志弥坚。

1921—2021，波澜壮阔的 100 年，一个政党
的诞生与壮大， 改写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命运轨
迹。

1921—2021，彪炳千秋的 100 年，人民至上
的思想光辉，照亮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

（三）“得民心者得天下”

江苏徐州凤凰山东麓淮海战役纪念馆内，一
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一个个场景，再现了那场
会师淮海的关键决战。

数据统计， 淮海战役动员民工 225万人、大
小车辆 40多万辆。 这些车首尾相接， 按两路纵
队，能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 革命胜利来之不
易，靠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一大批将帅之才和
战斗英雄，更靠人民的支持和奉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往今来，拉开历史
的望远镜，一切的兴衰更迭都离不开这个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 蕴含着深邃的思考，

闪耀着辩证的智慧：“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
亡。”引发强烈共振，激荡人民共鸣。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
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老百姓撸起袖子干
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是亿万人民怀着
热血与激情创造出来的……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
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深圳莲花山，邓小平同志铜像矗立在山顶平
台上，深情注视着脚下这片土地。

2012年 12月， 正在广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
记登上莲花山， 向邓小平同志铜像敬献花篮，并
在不远处亲手种下一株高山榕。

8年后，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

站在山顶平台上，习近平总书记俯瞰深圳全
貌，眼前一座座摩天高楼拔地而起，勾画出一道
现代化大都市亮丽的天际线。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千：“深圳是

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从小岗村民按下红手印吹响农村改革的号
角，到几代林场人将塞罕坝从黄沙荒原变为茫茫
林海， 再到成千上万的追梦人将南海边的一个
“圈”变成日新月异的改革最前沿，中国共产党顺
应民心，感召民心，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汇聚成势不可挡的磅礴伟力。

“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
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
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
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
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豪情万丈：

“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
豪、无比骄傲！”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就是
中国共产党所向披靡、 无往不胜的制胜法宝，就
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砥柱中流的力
量源泉。

近 1 亿人！ 历经 8 年！2021 年 2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庄严宣告，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
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

旷世伟业感召民心， 众志成城熔铸辉煌。从
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 从大别山区到秦巴腹地，

从土家苗寨到雪域高原，贫困地区的面貌彻底改
变，是党和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干出
来的。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人民，唯有人民，是永恒的主角，制胜的法
宝！

（四）“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
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

1949年 3月 23日上午， 党中央从西柏坡动
身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

的日子”。

2016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60多年的实践证
明， 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就在于
我们的党始终保持了优良作风，始终同人民唇齿相
依， 始终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
持。

树高千尺，根扎沃土。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
深来之不易，民心疏离的后果不堪设想。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
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
众。

党的十八大后第一次党内集中教育———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便聚焦作风建设。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坚持
不懈整治“四风”，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
各项制度，一系列重大部署、重要举措，贯穿着一条
鲜明的主线：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作风建设无小事，反腐斗争“零容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打铁
必须自身硬，以革故鼎新的政治勇气、忧党兴党的
非凡担当，直击积弊、扶正祛邪，带头贯彻执行“八
项规定”，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惩治腐败。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
不想腐的自觉，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
善、自我提高的能力极大提升，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从深入治理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到彻底扫清
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再到连根拔除涉黑涉恶
的“保护伞”，仅 2020年，全国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 12.4万个， 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7.7

万人。新时代共产党人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不断厚植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群众基础。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民心为镜，作风建设有进无退；以史为鉴，这场

赶考永无止境！

（五）“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

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开启党史学习教育的大幕：“要教育引导全党
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 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
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党史是最丰富的营养
剂。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温故知新，补足信仰之
钙，才能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跑好下一段新征程。

百年风华，筚路蓝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
来的！”

星辰大海，征途漫漫。“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
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
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
时候。”

察世情，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
感；看国情，经济社会转型面临诸多风险，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依旧艰巨繁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
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越过急流险
滩，穿过惊涛骇浪。

风云变幻，如何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使命在
肩，怎样担当尽责、奋发有为？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
政 70多年，这个拥有 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定———我们党来自人
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
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不忘初心，方能守好江山；勿忘人民，方能开创
未来。这是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奥秘所系，也是新
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

植根于 14亿中国人民，江山必定锦绣如画！

这是历史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容忘却的初心。

（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